
深入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宣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荆楚行

当大多数城市还把发展的
视线放在地面上的时候，连动车
都还没有开通的荆门，却已经把
眼界定位在天空。

作为荆门产业发展中的先
导产业和“天字号”工程，通用航
空产业为荆门的经济腾飞插上
了翅膀。

携手中航工业

爱飞客，源于中航工业集团
公司的英文名称缩写 AVIC的
音译，意为“爱好飞行的粉丝”。

10月 4日至 6日，2015荆门
爱飞客飞行大会，一场现实版的
空中“速度与激情”在漳河水库
上演。

当日，一饱眼福的观众看到
了来自美国塞斯纳公司、西锐公
司、奎斯特公司等参展商展示的
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水上飞机；

看到了来自立陶宛、罗马尼
亚、瑞典等6国特技飞行员的精
彩表演；

看到了中航工业首支爱飞
客飞行表演队驾驶自主研发制
造的小鹰 500、西锐等机型呈现
的飞行盛宴；

还现场体验了人体风洞试
验、飞行模拟器、热气球、航模等
航空嘉年华娱乐互动设施……

这一切，都源于这个曾经陌
生、如今却无比亲切的名字——
爱飞客镇。

1971 年，作为中国唯一从
事通用飞机、水面飞行器和浮空
器研发制造的综合性主机研究
单位，中航特种飞行器研究所在
荆门建成。2014年 8月 19日，
全国首个通用航空综合体——
荆门爱飞客镇项目在北京签
约。经过一年多的建设，爱飞客
镇早已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

荆门决定每年举办一次爱飞
客飞行大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

客观看和体验的机会有的是。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飞行大会是看点，产业是落
脚点。

荆门市委书记别必雄说，当
前，荆门正按照“投资第一、产业
第一、工业第一”的理念，加快发
展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农产
品加工、化工、电子信息等七大支
柱产业，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

装备制造，列在七大支柱产
业之首。而通用航空产业，是荆
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的标志性
产业。荆门发展通用航空产业，
既是发展高端装备制造，又是打
造包括大健康产业、文化旅游业
等在内的产业链。

荆门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有
研发制造基础，有得天独厚的区
位地域优势，更有市委市政府的
清晰思路和坚强决心。

（下转第四版）

玩出来的产业
飞起来的梦想

——聚焦荆门通用航空产业
荆楚行记者 易木生 朱靖雯 韩亮

研发新产品
2 日，嘉鱼县开发区申邦化纤有

限公司车间，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操
作。

据了解，今年7月，该公司与武汉
纺织大学合作研发出光热蓄能纤维，
这种纤维通过在再生聚酯纤维中复
合具有光热转换性能的纳米材料，实
现对环境光的吸收及发射，保温效果
是棉纤维的2倍，目前公司已接到一
部分订单开始批量生产。

记 者 夏正锋
特约记者 龙 钰
通 讯 员 葛 靖 摄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张敏
报道：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丁小强
到市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建设指挥部
调研时要求，要以严的精神、实的作
风狠抓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政策
措施落实，努力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
顺利开展。市委副书记陈树林、副市
长闫英姿参加调研。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
和省委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策部署，精心
部署，细化措施，全面发力，扎实有序
推进全市精准扶贫各项工作。目前，
全市共投入各类扶贫资金12亿元，前
三季度累计实现减贫 78792人，完成
省定目标的183%；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达到10891元，同比增长12.17%；预
计贫困人口今年平均增收300元。

丁小强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
学习领会贯彻中央和省有关精神，扎

实做好脱贫攻坚的各项工作。市精
准扶贫指挥部要做好督办协调工作，
研究制定相关方案，进一步做好人
员、经费等保障，建立奖惩机制，切实
为市委、市政府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提供决策参谋。要抓好自身队伍建
设，每个部门、每个驻村工作队、每个
人都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用心、用
情、用力抓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
项工作落实。

丁小强强调，精准扶贫工作是一
场攻坚战，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深入基
层，掌握贫困情况，精准识别，严格按
照精准识别指标体系及程序方法开展
工作，做到精准到户到人。要坚持以

“三严三实”要求抓落实，实施挂图作
战，倒排时间表，制定路线图，层层压
实脱贫攻坚责任。同时，要善于总结，
对扶贫工作中的典型做法、经验进行
展示宣传，树立咸宁扶贫开发品牌。

丁小强到市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建设指挥部调研时要求

以严的精神实的作风狠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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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昨日上
午，市委召开人大工作会议，深入贯彻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
2010年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以来人大
工作的经验，研究部署新形势下加强
和改进人大工作的任务，更好地发挥
我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咸宁实施、加快
实现绿色崛起中的作用。

市委书记李建明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丁小强主持会
议。市委副书记陈树林，市政协主席
胡建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代理
主任胡毓军，市领导王远鹤、王汉桥、
吴晖、王济民、张方胜、李逸章、程学
娟、刘复兴、闫英姿、曾国平、胡甲文、
何志雄、杨荣才、吴鸣虎、熊登赞、周辉

庭，咸宁军分区政委关苏，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刘太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罗继洲等出席会议。

李建明在讲话中说，自 2010年市
委召开人大工作会议以来，全市各级
党委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高党的执
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
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
导，有力推动人大工作科学发展、跨
越发展。各级政府和“两院”自觉接
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执
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依法
行政、公正司法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
高。各地各部门自觉坚持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认真学习贯彻宪法法律，
民主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不断
增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认真履
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锐意进取、务实创新，
为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
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
重要贡献。

李建明指出，要始终遵循“四个坚
持”，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
向。即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依法治
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做好人
大工作的根本和保证。全市上下务必
深刻学习领会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坚
持和把握好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重
要讲话精神，确保人大工作在正确的
轨道上运行和发展。

李建明要求，要紧紧围绕“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全面展现人大工作大有
作为崭新风貌。要紧紧围绕“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咸宁实施这一全市工作

大局，进一步强化做好人大工作的政
治担当、能力担当和作为担当。全市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中发挥促进作用。要加强和改
进重大事项决定工作、监督工作、选举
任免工作、立法工作和代表工作。要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保障作用，为
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法制保障，努力推
动人大制度与时俱进，创新人大代表
活动方式。要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发挥
引领作用，带头学习宪法和法律，善于
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提高依法履职
的能力与水平。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
发挥表率作用，通过从严治党更好地
发挥人大常委会党组的领导核心作
用，通过从严治党更好地发挥人大代
表中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从严
治党更好地把“三严三实”要求落到实
处。 （下转第二版）

李建明在市委人大工作会议上强调

牢牢把握正确方向 紧紧围绕“四个全面”
全面展现人大工作大有作为崭新风貌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国
家发展改革委３日称，我国将结合
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
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试点采取
三年滚动的实施方式，每年选择一
批县级地区开展试点。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
通运输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
行等10部门日前联合下发《关于结
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
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的通知》。

通知称，按照因地制宜、先行
先试的原则，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任
务较重，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士兵
等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输出地为
主，选择一些县级城市结合新型城
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
创业试点，着力培育和发展一批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改善、创业
环境持续优化、返乡创业就业特色
鲜明的城市，为进一步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支持返乡创业探索路
径、积累经验。

根据通知，试点要坚持问题导

向，围绕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面
临的场地短缺、基础设施不完善、
公共服务不配套以及融资难融资
贵、证照办理环节多等突出问题，
重点做好加强园区资源整合、加强
服务平台建设、加强服务能力建设
等工作，强化政策支持、加强项目
引导、组织渠道对接。

国家10部门联合发文通知

开展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

最新数据显示，截止 10月底，咸宁市
新增市场主体30607个。其中，自今年7月
实行“三证合一”以来，新增12267家。

咸宁活跃的市场经济，得益于快速推
进的法治政府建设。2014年，全省依法行
政考核,咸宁市名列前茅，其经验做法被省
政府法制办推广。

采访中，市委书记李建明强调，全市各
级领导干部要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
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做带头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市长丁小强表示，全面依法治国要求
政府必须首先站在依法行政的起跑线上，
良法善治促发展。

抓住“三个关键”，提高法治政府建设
效率

一年多来，咸宁市法治政府建设在全
省实现了“16项率先”——

率先成立市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
率先建立政府全体会议报告依法行政

工作成效制度；
率先组建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

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政府法律顾问团；
率先推行网上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制

度；
率先建立行政执法部门领导班子中至

少配备一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和法治实践
经验的班子成员；

……
为此，咸宁市以“三个关键”为着力点，

提高法治政府建设效率。
制定“关键文”。今年咸宁市政府第 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法
治政府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到 2020年，
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
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全国先
进、全省一流的法治政府”的目标。

锁定“关键人”。强化行政首长推进依法行政的第一责任，市、县
两级政府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加强法治政府建设领导
小组。通过组织开展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座谈会、全市法治政府建设
专题培训班、在报刊开辟“行政首长谈依法行政”专栏等形式，让全市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领导干部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履职尽责。

办实“关键事”。组织开展全市依法行政考核并通报考核结果，
将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倒逼依法行政。市政府每
年出台依法行政工作要点，部署“依法行政十件实事”。建立行政机
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及其他工作人员年度述职述廉述法三位一体
考核制度，述法考核不合格，不得评先评优。

通山县县长胡娟说：“述职述廉述法，使每名领导干部每做一项
决策，都要想一想决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法定程序是什么，做到法
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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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目标 精准发力
——赤壁市全面推进精准扶贫攻坚战

（详见第三版）

青龙山公园

山体植被遭破坏
（详见第四版）

订制服务在身边
——我市开展“律师进村（社区）法律服务到基层”活动纪实

（详见第六版）


